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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智能人工气候箱等设施分别测定温度对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取食量和活动能力的影响遥结果显示袁该虫取食量随
着温度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袁最适取食温度在 25~28 益之间曰取食玉米花丝时袁28 益取食量最大袁为渊17.47依3.94 冤mg/d曰取食大白菜时袁25 益
取食量最大袁为渊18.88依1.68冤mg/d遥在 15 益时双斑长跗萤叶甲丧失飞行活动能力曰17 益时该虫基本丧失飞行能力遥结果表明袁温度对双斑长
跗萤叶甲成虫取食量和活动能力均存在较大影响袁是制约该虫活动时空分布的主要因素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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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Feeding Capacity and Activity Ability of Monolepta hieroglyphica 渊Motschulsky冤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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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袁artificial climate chamber and some other equipment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feeding capacity
and activity ability of Monolepta hieroglyphica渊Motschulsky冤.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eeding capacity of the insect increased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袁and the optimum feeding temperature was between 25 益 and 28 益.When it was fed with corn filament袁the
maximum amount was渊17.47依3.94冤mg/d袁which appeared at 28 益袁and when cabbage was eaten袁the maximum amount of food was taken at 25 益渊18.88依
1.68冤mg/d.Fly activities of M. hieroglyphica was lost at 15 益袁and the insect basically lost its ability to fly at 17 益.It was recommended that the temperatur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feeding capacity and activity ability of M. hieroglyphica adult袁and it wa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s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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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斑长跗萤叶甲渊Monolepta hieroglyphica渊Motschulsky冤冤

简称双斑萤叶甲袁属鞘翅目叶甲总科叶甲科萤叶甲亚科[1]遥
在中国分布较广袁为多食性害虫 袁为害玉米尧棉花尧向日葵尧
[2]

谷子尧豆类和十字花科蔬菜等多种经济作物袁还取食苍耳尧
葎草尧马齿苋尧苘麻尧藜尧龙葵等数十种杂草[3-4]袁近几年在中
国内地已上升为为害玉米和谷子的一类重要害虫[1]遥该虫发
生面积大袁扩散速度快[5-9]遥

温度对昆虫取食量及食物利用效率影响极大[10]袁因而昆
虫取食量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前农业生态环境的研
究内容之一遥国内外已有不少关于温度对昆虫取食量影响
的报道

袁结果表明袁不同昆虫取食的适宜温度范围不一

[10-13]

5 个袁分别是 19尧22尧25尧28尧31 益袁光照周期渊L颐D冤设定为
14颐10袁湿度渊RH冤设定为 70%曰分别用玉米花丝和大白菜新
鲜幼嫩组织喂养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遥
1.2.2

活跃度遥试验在人工气候箱内进行袁温度梯度共设定

15 个袁分别是 15尧17尧19尧20尧21尧22尧23尧24尧25尧26尧27尧28尧29尧

30尧31 益袁光照周期渊L颐D冤设定为 14颐10袁湿度渊RH冤设定为

70%遥每个温度 3 次重复遥
1.3 调查统计

1.3.1 取食量调查遥饲喂 24 h 后调查取食量遥取食量计算公
式院校正取食量=W -[L+渊aW +bL冤/2]遥式中袁W 为试验开始时

供试食物的重量袁L 为试验结束时剩余食物的重量袁a=渊对照

样袁且不同温度下取食量差异显著[14]遥目前袁温度对双斑长跗

组食物最初重量原对照组食物最后重量冤/对照组食物最初

萤叶甲取食的影响尚无报道遥本研究探讨了温度对双斑长跗

重量袁b=渊对照组食物最初重量原对照组食物最后重量冤/对

萤叶甲成虫取食量及活动能力的影响袁为进一步研究其田间

照组食物最后重量[10]遥

危害和发生规律袁并进行科学预测预报提供理论依据遥

1.3.2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研究于 2017 年 6要9 月完成遥供试双斑长跗萤叶甲

活跃度调查遥饲养 2 h 后观察尧统计逃出饲养装置成

虫的头数遥对 2 min 内不能逃出饲养装置的成虫视为不活跃
虫体袁逃出饲养装置的虫体视为活跃虫体曰逃出后四处飞行

的虫体视为飞行活动虫体遥统计活跃虫体和飞行活动虫体

采集于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试验田内袁带回实验

的数量渊注院活跃虫体数量包括飞行活动虫体数量冤遥

保鲜塑料杯制作昆虫饲养装置 袁每个饲养杯内饲养 20 头

运用软件 SPSS 19 进行遥

1.2 试验设计

2.1 不同温度对双斑长跗萤叶甲取食量的影响

基金项目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渊CARS-06-13-5-A2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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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袁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的取食量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曰

室后饲养于改装的昆虫饲养装置内备用遥试验工具院用 0.5 L
[15]

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遥

1.2.1 取食量遥试验在人工气候箱内进行袁温度梯度共设定

数据分析及作图运用软件 Excel 2003 进行曰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由图 1 可知袁以玉米花丝为食时袁在 19~28 益环境条

19 益单头取食量最小袁为渊7.85依1.30冤mg/d曰28 益单头取食量
最大袁为渊17.47依3.94冤mg/d袁且与其他温度下的取食量差异

显著渊P约0.05冤遥以大白菜为食时袁19~25 益时双斑长跗萤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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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虫的取食量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曰31 益单头取食量最小袁

成该虫取食量减少袁这可能是由于温度过低时袁该虫的活动

mg/d袁并且与其他温度下的取食量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结果

可能是高温抑制了昆虫的某些机能袁从而取食量减少遥这一

为渊8.58依1.07冤mg/d曰25 益单头取食量最大袁为渊18.88依1.68冤
表明袁该虫最适宜的取食温度应该在 25~28 益之间袁温度过
低和过高都会降低该虫的取食量遥
25

温度对双斑长跗萤叶甲活动能力影响的研究结果显

大量暴发时的温度相吻合渊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冤曰15 益时
双斑长跗萤叶甲丧失飞行活动能力曰17 益 时袁该虫基本丧失

大白菜

飞行能力袁且活动能力较差遥而当环境温度过高时袁昆虫的

15

某些活动机能降低袁飞行能力下降袁这也是夏季午时很难观

10

察到该虫的原因遥分析可知袁温度对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的
活动能力影响较大袁在 15~30 益范围内其活动能力随温度

5
0

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遥
示袁该虫的最适活动温度在 25~29 益之间袁这与每年该虫

玉米花丝

20

能力减弱从而取食量减少曰温度过高时袁该虫处于不安状态袁

的增加而增大遥温度是影响该虫暴发时间的关键因素袁需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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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日取食量与温度的关系

进一步研究双斑长跗萤叶甲存活的极限温度袁为农业生产
中科学防治和预测预报该虫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遥
综上所述袁温度对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取食量和活动能
力均存在较大影响袁是制约该虫活动时空分布的主要因素之

2.2 不同温度对双斑长跗萤叶甲活动能力的影响

一遥该虫取食量随着温度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袁最适取食

虫数均为 0曰17 益时开始有少量成虫活跃曰21~25 益成虫活跃

的增加而增大袁最适活动温度在 25~29 益之间遥光照尧温度尧

由图 2 可知袁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在 15 益时活跃的成

温度在 25~28 益之间曰在 15~30 益范围内其活动能力随温度

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加曰25 益后活跃虫数增加到 100%遥活

湿度等环境因素都可以影响昆虫取食[14]和活动能力[16]袁本研

跃虫数与温度成正相关袁相关系数为 0.893渊P约0.01冤袁17 益

时双斑长跗萤叶甲进行飞行活动的成虫数量为 0曰19 益时
少量成虫有飞行活动能力曰21~25 益有飞行活动能力的虫数
随温度升高而增加曰25 益以后成虫基本均恢复飞行活动能

力曰超过30 益时有飞行能力的虫数有所减少袁这可能是由于
高温降低了昆虫的某些活动机能遥飞行活动虫数与温度成

正相关袁相关系数为 0.895渊P约0.01冤袁可见温度对该虫的活动
能力影响较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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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温度条件下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的活动能力
3 结论与讨论
温度是影响昆虫取食的一个重要环境因子袁不同温度下
昆虫的取食量存在差异袁在最适温度下的取食量最大袁高于
或低于最适温度取食量均会下降袁从而影响昆虫的生长发
育[10]遥本研究结果表明袁双斑长跗萤叶甲取食的最佳温度在

25~28 益之间遥该虫取食不同食物的最适温度也有所不同袁
取食玉米花丝时最适温度为 28 益袁而以大白菜为食物时最

适取食温度为 25 益袁这可能是由对不同食物的取食量尧取食
速率尧食物利用率不同而导致的遥而温度过低和过高都会造
80

究只观察了温度对双斑长跗萤叶甲成虫取食量及活动能力
的影响作用袁其他各因子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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